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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 华 社 长 沙 6 月 16 日 电
（记者 袁汝婷）在位于湖南北部的
安乡县，有一条横穿县城南部的道
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这条路名
叫昌颐路，为纪念革命烈士颜昌颐
而修建。安乡，就是颜昌颐的故乡。

颜昌颐，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
安乡县，1919年12月赴法国勤工
俭学，因参加学生斗争，于1921年
底被押送回国。1922年初在上海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入莫斯
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初，颜昌
颐与叶挺、聂荣臻等20多人被调入
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

1925 年 9 月，颜昌颐回到上
海，参与筹组中央军事部（后改称中
央军委）。1926年，担任中共湖南
区委军事部部长，领导军事部组织
工农武装，支持北伐军在湖南战场
的胜利进军。1926年9月，他被调
回中央军委，协助周恩来和赵世炎
的工作，参加组织和指挥了上海工
人三次武装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颜昌颐随周恩
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军事部来到武
汉。7月，中共中央做出举行南昌
起义的决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
组成临时前敌军委，到江西九江向
当地驻军中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央决
定，策应起义。南昌起义后，他任起
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党代表。
10月，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潮汕一带
遭到敌人围攻失败，董朗和颜昌颐
等集合第二十四师余部1000余人，
艰苦转战在广东东江地区，后参加

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武装起义，为建
立和发展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做出了
贡献。

1927年 11月，以彭湃为书记
的中共东江特委重新成立，颜昌颐
为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主任。随后，
颜昌颐按党的要求撤离东江，辗转
香港，于1928年11月来到上海，担
任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
员、江苏省军委秘书，协助彭湃工
作。

1929年 8月 24日，因叛徒告
密，颜昌颐与彭湃、杨殷、邢士贞一
起被捕。在狱中，颜昌颐等人表现
了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品质，敌
人高官厚禄的引诱和严刑拷打的
折磨，丝毫没有动摇他们的革命
意志和革命精神。8月 30日，颜
昌颐等四位烈士在上海龙华英勇
就义。

颜昌颐：热血谱写革命篇章

据 新 华 社 长 沙 6 月 14 日 电
（记者 帅才）“出生入死闯险关，革
命火种撒南湘。夫妻碧血染云霞，
一代女杰留芬芳。”这是在湖南湘潭
韶山这片红色的热土广为流传的一
首诗歌，歌颂的是英勇的女共产党
员毛泽建。

毛泽建，1905年10月生，湖南
湘潭韶山人，从小过继给毛泽东的
父母做女儿。1921年春，她跟随毛
泽东到长沙，进入崇实女子职业学
校和长沙自修大学补习学校学习。

1923年，毛泽建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秋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
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毛泽建多次
参加革命斗争，每次都冲锋在前，被
人们称为“女先锋”。

1926年夏，受党指派毛泽建与
丈夫、共产党员陈芬在湖南衡阳开
展农民运动。1927年11月，毛泽
建担任中共衡山县委组织和妇运委
员。1928年初，毛泽建参加朱德、
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担任湖南省
耒阳县游击队队长。

在艰苦的斗争中，毛泽建带领
游击队员刺探敌情、打击敌人，捕捉
了一些反动头目，迅速成长为远近
闻名的“女游击队长”。在1928年
5月的一次战斗中，毛泽建和丈夫
陈芬先后被敌人逮捕，敌人杀害了
陈芬。不久，毛泽建被井冈山根据
地的红军救出。面对敌人的猛烈反

扑，为了不拖累同志们，身怀有孕和
负伤的毛泽建坚决要求留在当地隐
蔽。她在生下孩子后，不幸再次被
敌人抓捕。

敌人把毛泽建从耒阳押到衡
阳，后又押到衡山，使用封官许愿和
酷刑拷打，想从这位共产党员、女游
击队长身上获得党的重要机密和军
事行动计划。面对敌人种种毒刑拷
问，毛泽建无所畏惧，宁死不屈。

在狱中，毛泽建写下了“誓死为
党”“毛泽东是大有希望的，革命一
定会胜利”等血书表达自己对中国
共产党的赤胆忠诚。1929年 8月
20日，毛泽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
岁！”等口号，英勇就义于湖南衡山
县马庙坪，年仅24岁。

毛泽建：勇敢的女游击队长

本报讯 （记者 黄乔）近日，重庆市
统计局公布了相关数据，2018年社会保险
工作中适用的2017年度城镇经济单位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简称“职工平均工资”）为
73272元/年（6106 元/月），我市2018年
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也随之调整。

据了解，其中，随用人单位参加职工
五险的：月缴费基数上限为18318元，下
限为3664元；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养老
保险的：月缴费基数上限为6106元，下
限为3664元。多项社保待遇也和职工
平均工资一起涨，享受有关待遇的参保
人都将受益。

那么，究竟哪些待遇涨了呢？市社
保局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养老保险
退休基本养老金涨了

“2018年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办
理退休手续的退休人员，在计发基本养

老金时，将用新公布的2017年度我市职
工平均工资作为计算参数之一。”该负责
人介绍，基本养老金受个人缴费年限长
短、历年缴费基数高低、个人账户累积额
等因素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退休时上年度的“职工平均工资”越高，
计算出的养老待遇越高。

2018年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办
理退休手续已领取养老金的人员，社保
部门将使用新公布的职工平均工资重新
核定基本养老金，应补发金额将发放到
个人养老金账户中，无需再到社保局办
理有关手续。

医疗保险
医保个人账户划入基数上调

该负责人介绍，随单位参保的在职
职工医保个人帐户划入基数与申报的缴
费基数相适应，基数上限上调为18318元，
基数下限上调为3664元。

举个例子，46岁的刘大姐，随单位参
加职工医保，去年和今年她都按照基数
下限参保，她的医保个人账户统筹划入
金额将增加约10.9元/月；若都按基数上
限参保，将增加约54.4元/月。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账户划入金额
根据本人的缴费工资、年龄等按照不同
比例划入。缴费基数上下限的上调并不
意味着每一个参保的在职职工都将提高
个人账户统筹划入金额。

失业保险
领取失业金期间的医保费增加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在2018年
度领取失业保险待遇期间，由失业保险基
金代缴的基本医保费，调增约33.8元/月
（按企业缴费）。

代缴的医保费，由失业保险经办机
构以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
缴纳，包括单位和个人应缴部分，个人不

缴费。
领取失业金期间，每个月医保划入

其个人账户的金额也将随职工平均工资
提高而增加。

生育工伤保险
多项相关待遇提高

该负责人介绍，职工生育津贴、工伤
职工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补偿、工亡丧
葬补助金等多项待遇，与职工平均工资
或缴费基数息息相关。随职工平均工资
或本人缴费基数的提高，相关待遇也将
随之增加。

该负责人提醒，新的职工平均工资公
布后，各参保单位在7月办理当月社保费
用缴纳时将按照新核定的金额缴纳，还应
补收1-6月的社保缴费差额。对个人身
份参保人，也将按新核定的金额扣缴，在
约定的代扣代缴银行账户中，另需留足
1-6月的养老保险费差额资金。

2017年度重庆职工平均工资6106元/月
今年多项社保待遇随之上涨

6月16日，O’Kids2018小原圈国际儿童艺术节在位于南
滨路的原·美术馆拉开帷幕。作为艺术节的开幕大展，“悟问
西东·西游特展”也正式开展。传统漫画形象的孙悟空、水墨
孙悟空、雕塑孙悟空、用现代科技呈现的炫酷孙悟空……展
览展出了不同艺术领域的艺术家创作的103件作品，从不同
的视角，以不同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多变的孙悟空形象。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7 月 15 日，免费对公众开
放。市民可在端午假期前去感受齐天大圣的艺术魅力。

记者 兰世秋 摄

去南滨路看“西游特展”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我爱
重庆·精彩一日”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
影活动（以下简称“百万市民拍重庆活
动”）持续火爆，重庆大画幅摄影会长、中
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重庆摄影家协会理
事秦文表示，自己今年将继续参与百万

市民拍重庆活动。
秦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背起相

机爬坡上坎，寻找拍摄重庆的最佳角度。
“一直觉得重庆很美，于是萌生了用

相机记录重庆的念头。没想到，一发不
可收，一拍就是几十年。”秦文拿出拍于
上世纪的老照片，指着其中一张说：这是
70年代的重庆，照片的基调是青灰色的，
渝中半岛上是一片矮矮的青砖瓦房，见
不着其他色彩。

“如今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像跨越了一个世纪。”秦文说，一切都在
变，但他拍摄重庆的热情从未改变。

作为一名地道的重庆人，他还用相
机记录下三峡库区的变迁。“起初我只是
想单纯地把三峡的变迁记录下来。”提到
作品《三峡组照》，秦文说，随着拍摄的深
入，他觉得这样厚重的历史文化题材，任
何形式的记录都显得单薄。

因此，在连续拍摄中，秦文逐渐开
始关注人的状态与物的演变。三峡峭
壁上的纤夫身影、移民的生活状态与复
杂心理、川江航道最初的面貌与状态，
都是秦文捕捉的对象。在秦文的影像
中，可以找到乌江纤夫、移民人家、航道
灯、嶙峋怪石，这让《三峡组照》充满厚

重的历史感。
去年参加了百万市民拍重庆活动的

他，今年又来报名了，“我不仅想拍景，也
想拍拍人。”秦文说，人是时代最重要的

“符号”，一个个重庆人正代表这座城市
的面貌。

重庆摄影家协会理事秦文：

“用相机记录重庆，一拍就是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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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美国菲尼克斯6月15
日电 （记者 高山 李悦）美国亚
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高等法院15
日以二级谋杀罪判处两年多前枪杀
中国女留学生江玥的白人女性霍
利·戴维斯25年监禁。

2016年1月16日，在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就读的二年级学生江玥驾
车在坦佩市一个路口等红灯时被后
车追尾。肇事女司机、时年32岁的
戴维斯从车窗向江玥连开数枪后逃
逸，19岁的江玥被送往医院后不治

身亡。警方当时表示，戴维斯将受
到一级谋杀指控。然而，今年2月
美国检察官与被告戴维斯达成二级
谋杀罪认罪协议，江玥家人对此表
示反对，希望以一级谋杀罪起诉戴
维斯，使凶手受到无期徒刑乃至死
刑的惩罚。

江玥的父亲江勇在法院宣判后
表示“家属认为判决不公”，“对亚利
桑那州的司法表示无奈和遗憾”，

“家属保留将案件审判情况向美联
邦政府相关部门申诉的权利”。

美法院判处
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凶手25年监禁

本报讯 （记者 张莎）6月14日，
由大渡口区委宣传部、新山村街道共
同主办的“载歌载舞迎佳节·传递浓
浓端午情”——大渡口区“我们的节
日·端午”主题活动在大渡口公园举
行。

在包粽子环节，20多位志愿者
用1小时包出了200多个粽子。大
家又和社区工作人员一道，将一袋
袋香气四溢的“温情”粽送到社区独
居老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手中，
陪他们提前过端午节。新山村街道
沪汉社区74岁的许婆婆感慨地说：

“孩子们出国工作了，这些年，邻居
们端午送粽子，中秋送月饼，谢谢
你们！”

温情粽
送老人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6 月
1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梁平区双桂
田园·滑石古寨景区获悉，该景区首
次引入直升机空中旅游观光项目。
即日起，游客可在双桂田园景区乘坐
直升机，从不同角度感受重庆第一大
平坝——梁平坝子的绝美山水田园
风光。

双桂田园景区此次联合重庆通
用航空产业集团公司，在当地首次
引入恩斯特龙直升机，试点开通直
升机空中旅游观光项目。此前，梁
平在空中旅游观光领域尚属空白，
该项目引进后，将为该区下一步开
通双桂田园至百里竹海空中走廊奠
定基础。

目前，直升机空中旅游观光项
目起飞点设置在双桂田园·梵华禅
境景区内，飞行路线为：自双桂田
园·梵华禅境起飞，经滑石古寨景
区抵双桂湖景区，绕双桂田园·桂
香天地和彩稻空间片区，至双桂堂
后返回至起飞点，全程飞行时间约
15分钟。

坐直升机
游梁平双桂田园

关 注 俄 罗 斯 世 界 杯

本报讯 （记者 蔡正奋）洪崖
洞、李子坝穿楼轻轨、三D马路……这
些让外地游客为此千里而来的重庆打
卡圣地，站在什么地方最好看？无疑，
江对岸的北滨路是最佳观赏地。

因这里与解放碑、洪崖洞隔江相
望，对岸，景色分明，脚下，江水悠悠，耳
畔，江风习习。加上江北嘴本身的璀璨
夜景也是游客“打卡”的必游之地。

6月1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江北
区委宣传部获悉，端午期间，江北区在
北滨路打造的两个观景平台正式启
用，游客在此可以远眺渝中美景，观赏

洪崖洞的全景，欣赏到李子坝轻轨穿
楼的全过程，近看北滨风情与江北嘴
灯光秀，感受不一样的重庆。

据悉，北滨路两大观景平台，可容
纳上万人同时观光摄影。

这两大平台分别是：
一是位于黄花园北桥头桥下的北

滨路聚贤岩广场，总面积逾2万平方
米，从广场西侧端头至洪崖洞直线距
离1.3公里，从广场东侧端头至洪崖洞
直线距离0.95公里，在这里能较好地
观赏洪崖洞景区和江北嘴楼宇景观照
明；另一个则位于重庆市教委正大门
前面的北滨路相国寺码头附近，相国

寺码头至李子坝轻轨站直线距离
0.75公里，在这里能全面观赏李子坝
轻轨穿楼的全景。

为了方便游客到达，端午节期间，
江北区开通了李子坝轻轨站至招商江
湾城、洪崖洞至聚贤岩广场等旅游公
交线路。

游客观光摄影又添好去处

江北北滨路两大观景平台投用

摄影师秦文 （受访者供图）

6月16日，阿根廷队球员梅西（右二）在比赛中射门。
当日，在莫斯科进行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D组小组赛中，阿根

廷队以1比1战平冰岛队。 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 摄

阿根廷队1∶1战平冰岛队

6月16日，南川区市民在十二金钗大观园之梦想天空香草园里观赏柳叶马鞭草，尽享
紫色风光。当日是端午小长假第一天，南川不少市民纷纷走出家门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特约摄影 瞿明斌
紫色风光

6月16日，位于南山的重庆主城首个非遗特色小镇——
壹华里传统手工市集正式开街。来自全市38个区县的众多
非遗和老字号手艺人齐聚于此，为游客带来了各色手工美食
和手工艺品。

据了解，为方便游客，重庆西部公交公司于当天开通试
运行观音桥至壹华里市集的观光旅游专线车（T050专线）。
乘坐该专线车，游客可以一路欣赏壹华里市集、长江索道、洪
崖洞、千厮门大桥和不夜九街等多个知名景点。

记者 黄光红 摄

主城首个非遗特色小镇开街


